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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新华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有许多重大创新和发展，提出了不少原创性经济理论，

但是很少得到“国际经济学界”承认，其根本原因不是“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未能与国际充分接

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不准确，中国现在需要构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不是要“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前者主要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后者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市场经济理论不等同于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市场经济理论。“研究范式与研究方

法只是工具，本身并不带有任何阶级或者制度属性，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看法不符合事实。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 简新华 ( 1947－ )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 湖北武汉

430072)。

现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面临许多新情

况、新现象、新特征、新问题，亟须深入研究和合理有效解决，迫切需要在学习、运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同时，创新和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用以更好地指导新时代的新实

践。那么，中国现在应该构建 ( 包括坚持和创新、发展) 什么样的经济学? 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

么方法构建? 如何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

关系呢?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意见。
2016 年 7 月 8 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

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

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经济学学科建设。”① 这段论述实际上已经清楚地从总体上说明了中国现在要构建什么样的经济

学、构建的基本原则和途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目前需要的是进一步

深入正确理解和具体贯彻落实。

前不久，看了洪永淼教授与此相关的 2 万多字的长篇报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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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走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 17ZDA036) 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坚定信心增强定力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9 日。



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①、《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

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② 和《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③。这三篇文章 ( 以下统称 《洪文》，后面

有关引文皆出自这三篇文章，不再标明注释) 的主题都是要“探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包括“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读后感到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有价值的

见解，特别是在不少人否定经济学的阶级性、否定或者抛弃社会主义的时候， 《洪文》坚持认为

“政治经济学既有科学性，又有阶级性”，“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创造条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

度”，这些都值得肯定 (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做详细介绍) 。但是，《洪文》关于经济学、政治

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和怎样构建中国特色

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观点。为了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

写此文就教于洪永淼教授以及经济学界的同仁们，以利澄清模糊甚至不恰当的看法，求得正确的共

识，更好地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什么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中国需要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学?

1． 经济学的名词释义

《洪文》在论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使用了 “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西方古典经济学”“西方

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学”“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

近 20 个名词，除了少数几个做了非严格定义的简单说明之外，大多数名词都没有清楚地说明内涵、

外延及其区别和联系。然而，笔者认为，这是现在探索中国经济学构建必须十分明确的问题，否则

会造成认识模糊、思想混乱，甚至可能连现在中国到底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学都不能真正弄清。

为了使得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讨论避免各说各话、引起歧义，认识更明确、更严谨、更准确、更有针

对性，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对经济学及其分类做出以下说明。

所谓“经济学”，顾名思义，最抽象笼统的界定就是研究经济的科学。由于“经济”在现代是一

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首先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关关系，还包括生产、交换 ( 或者

流通) 、分配、消费等在内的社会活动 ( 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即运行和发展的内容和方式，主要是社

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产出的分配方式) ，构成上述社会活动总体的各类产业部门及其相关关系 ( 产业结

构) 即国民经济以及与上述所有这些内容有关的制度安排即经济制度等。因此，经济学可以依据研究

对象的不同范围层次和具体内容、研究的不同性质和特征进行多种不同的界定和分类。

从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经济学是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学科的总称，

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 政治经济学是主要研究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

律的最重要的理论经济学，是所有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应用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应

用于各个不同领域而形成的分支学科。按照研究的科学性不同，政治经济学分为科学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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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https: / /www． weixin765． com /doc /
aqquoqqf． html。

洪永淼: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经济研究》2017 年第 5 期。
洪永淼: 《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http: / /www． sohu． com /a /151955462_ 465368。



庸俗政治经济学即非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按照具有的阶级属性不同，政治经济学又分为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按照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不同，政治经济

学可分为古代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 按照研究对象的社会形态的范围不同，政治经济学可

分为广义政治经济学 ( 即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政治经济

学) 、狭义政治经济学 ( 即研究某个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政治

经济学) ; 按照研究对象所处的国别地域的不同，政治经济学还可分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即研究中国

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学即研究美国的生产方式特

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政治经济学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经济学”“美国

经济学”，不应该只是指中国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学，笔者理解这是一种最宽泛的通俗说法，

应该是在中国或者美国存在的所有反映中国或者美国特色的经济学的统称，包括各种理论经济学和

应用经济学在内。而且，政治经济学的上述这些不同的分类法又可以交叉配合使用，形成更多更复

杂的经济学名称，笔者曾经在其他文章中有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②。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外的政治经济学称之为古典政治

经济学、庸俗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高等学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讲授的也只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连专业名称和教科书的书名都是 《政治经济学》，因此习惯上就把政治经济

学仅仅看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讲政治经济学，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其实这种通俗的流行看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另外，现在中国经济学界使用许多与 “西方经

济学”有关的经济学名称，比如西方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

学、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供给学派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

政治经济学等。笔者理解，所谓“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流行的通俗说法，实质上就是西方国家的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他的诸如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供给学派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等，都不过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组成部

分或者分支、流派而已。

2． 必须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

《洪文》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制度演化本身，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

系。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事实上已

经逐渐脱离了亚当·斯密 《国富论》的经典研究范畴” ( 这里的范畴可能应该是范式) ; 还认为，

“西方经济学通过 1870 年代的 ‘边际革命’，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稀缺资源如何

优化配置，逐渐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从

此分道扬镳”。《洪文》的这些论述，应该是想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包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

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区别或者主要不同。在《洪文》看来，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主要研

究经济增长即“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 “侧重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后者 “侧重于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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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无地域和国别区分，不存在什么“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这种看法可能不准确。因

为，不同国家的经济情况并不完全相同，都会具有自己特点，以不同国家的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研究，必然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

经济理论，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学，怎么就不能存在“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及其相应的概念呢? 恩格斯在著名的

《反杜林论》一书中早就明确指出: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

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 9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3 页。
参见简新华: 《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新常态》，《经济研究》2016 年第 3 期。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看法，既不准确，也不符合实际。

首先，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不加区别地等同使用，因为制度属于上层建

筑，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或者说是承认、维护生产关系的法律和规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肯定会研究经济制度，因为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 ( 生产关系

的总和) 产生反作用，而且经济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不能说仅是经济制度。

其次，《洪文》所说的亚当·斯密 《国富论》研究的主题是经济增长、发展生产力，西方经济

学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马克思的 《资本论》主要研究生

产关系，这似乎是包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

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物之

间的关系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不同主要在于阶级性和科学性: 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不

太科学甚至是庸俗的经济学。比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来源，但是存在没有发现劳动二重性的严重缺陷，马克思则创立了劳动二

重性这个“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①，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且，两者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研

究范式 ( 研究方法) 也存在本质区别。

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包括经典的和现代的) 不是只研究生产关系，完全不研究生产

力，更不是不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的解放、保护和发展。 《洪文》也提到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1 卷第 1 版的序言中明确宣布，“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

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的本质就是通过运用和发展生产力给

人类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包含有生产力，而且生产关系首

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因此，生产力及其发展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而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解放、保护、发展生产力，为人类社

会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生产力，研究的不是生产力本身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自然属性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 ( 这

些属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对象) ，而是研究生产力怎样决定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变化、

生产关系又是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还要研究生产力的开发、形成、配置、使用、保护、

解放和发展的方式，而这些问题主要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是生产关系问题

或者与生产关系有关。比如生产力如何配置? 主要通过市场或者计划，而市场、计划都不是生产力

本身的范畴，而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范畴; 再比如怎样解放生产力? 主要就是要改变不适合或者

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正是“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在 “经济学”前面

加上“政治”两个字的重要原因。

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面临的主要任务与亚当·斯密不同，不是要研究资本主义的财富 ( 生产

力) 如何增长，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谋献策，而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及其客

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也并不是没有研究

生产力。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主要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样科学地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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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

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

个力: 一是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二是竞争的外在压力。这难道不比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

深刻得多吗? 而追求剩余价值、市场竞争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显然是生产关系啊! 《资本论》

还重点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探讨了如何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束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始，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了，

由主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转向主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使得从列宁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面临的主要任务与马克思恩格斯不一样了，成为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解放生产力、保护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是主要还是研究生产关系。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主要是研究如何开发、形成、配置、使用、保护、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而研究这些主要又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因为决定生产力发展、资源

优化配置的因素，除了物质、技术这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要研究的因素之外，主要是生产关

系，这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只能主要研究生产关系。怎么能说主要研究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体系、范式的缺陷或者不足呢? 无论是经典的还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存在轻视、

忽视生产力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视生产力的作用和生产力发展的。

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所谓 “边际革命”发生时才同西方经济学

“分道扬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时就与西方经济学 “分道扬镳”了。两者“分道扬镳”

的表现也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坚持 “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而西方经济学 “逐渐

淡化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现象的政治分析”。实际上，两者首先而且主要进行的都是经济分析，也

都会进行“政治分析”。

3． 中国现在需要构建的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而言的所谓 “中国特色

政治经济学”

中国现在究竟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学? 这是探讨构建中国经济学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洪

文》有两个提法，即“构建中国经济学”和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从 《洪文》的相关论述来

看，“中国经济学”好像是指中国人研究的、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的政

治经济学，中国现在要构建的“中国经济学”是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什么是 “中国特色政治

经济学”? 《洪文》解释说，“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

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同时又说

“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发展 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其实是在研

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这些论述存在多重误解。

第一，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是要 “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 《国富

论》的经典理论框架”。什么是“《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 《洪文》写道，“《国富论》的一个

显著特点，就是抓住经济增长主题，即发展社会生产力，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

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有了经典的研究框架”。从上面的引文也可以看

出《洪文》还认为，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的生产方式”，作为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

要内容”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研究范畴”。

实际上，是主要研究生产力还是主要研究生产关系，不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而

是目的、立场、内容、观点和方法。所谓亚当·斯密 《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是为了服务于资

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采用唯心主义的研究方式而建立的理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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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这种理论框架虽然有一定合理性和作用，但是并不科学，最突出的是并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趋势。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①则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

经济的发展、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坚持和

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框架而建立新的理论框架。无论是目的、内容还是方法，这两

种理论框架都存在本质的不同，实际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突破了“亚当·斯密《国富

论》的经典理论框架”，形成了更加科学的理论框架，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什

么必要、又有什么可能“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 为什么要走并

非十分科学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回头路呢? 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像《洪

文》所说的那样，要回归到以“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

长”为主要内容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21 世纪中国化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了。

尽管 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研究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以

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高效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像

《洪文》所说的西方经济学那样 “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偏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因

为，不断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包括

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途径，而生产关系、经济制度都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

即使 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洪文》关于亚当·斯密 《国富论》的研究主题的论述自相矛盾。《洪文》一方面指出

“传统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的公共属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亚

当·斯密《国富论》“延续了‘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这就是说也是主要研究生产关系; 另一方面

又说“《国富论》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抓住经济增长的主题，即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是主要研

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这两种说法自相矛盾。实际上，亚当·斯密 《国富论》作为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主要研究的也是生产关系。不仅从《洪文》上述对《国富论》显著特点的概括

中可以看出，《国富论》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因为所谓 “经济增长主题，即发展社会生

产力”的研究主题和目的，绝不是空洞抽象、超阶级的纯粹生产力问题，同样存在为谁发展、谁享

有发展成果的属于生产关系的根本问题，而且“主张用维护私人产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以促进

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更是百分之百的生产关系及相应的上层建筑; 更重要的是从 《国富论》本身

的内容来看，主要也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从《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开始论述的分工协作专业

化，到其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利己主义动因、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各种收入的来

源和分配等，虽然都与生产力发展有关，但是本身都是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分工协作专业化是

生产力问题，还是生产关系问题? 按照 《洪文》的理解，这可能应该是生产力，是人与物的关系，

其实不尽然。这恰恰主要是以一定物质技术条件为基础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

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分工协作!

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的确任何社会都要发展生产力，否则无法生存和发展，但是决不能

由此就认为发展生产力只是人与物的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只是生产力的问题、不是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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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实际上，无论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还是从发展生产力的方式路径来看，如何发展生产力

主要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而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首先，发展生产力有一个为谁发展、发

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生产关系问题不是生产力问题; 其次，发展生产力必须解放

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恰恰就是要把生产力从经济基础 ( 生产关系的总和) 和上层建筑的束缚中解

放出来，由此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而是生产关系甚至包括上层建筑的问题;

再次，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创新，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又必须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

和生产经营者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运用的积极性，这也不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而是包括知

识产权保护在内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 最后，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或者核心问题是必须优化

资源配置 ( 生产力配置使用) ，而配置方式主要是市场机制、计划机制和两者相结合的机制，这同

样也不是生产力本身的内容，都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因素。
《洪文》强调“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既要重视生

产关系，又要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者不可偏废”，这种看法又是不准确的。马克思与亚当·

斯密一样，都是重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并没有偏废任何一方面，在这一点上，根本不存在 “中

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归亚当·斯密的原来的经典研究范畴”的问题。而且必须明白的是，生产

关系和生产力都重视、“二者不可偏废”，不等于是两者平起平坐、没有主次之分，作为政治经济学

必然主要研究生产关系。

第三，中国现在要构建的中国经济学不是 《洪文》定义的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而应该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前面关于经济学及其分类的说明可见，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

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三个名词的内涵是存在很大差别的。不仅 “中国经

济学”非常笼统抽象，所谓“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也比较抽象笼统，从字面上看不出其阶

级特征或者社会属性。实际上，至少应该有两种性质不同的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一种是以研

究如何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主要任务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另一种是研究如何建立和巩固中国

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为主要任务的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

治经济学”，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现在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运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洪教授在探讨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长篇报

告中，只是一般笼统地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不明确指出要构建的到

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觉得，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不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探索研究的也是如何持续有效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现在需要构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中

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也不是什么其他性质的政治经济学，更不能是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学”，而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不是可有可无的，是

决不能省去的。正如《洪文》指出的，现在探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要 “为中国经济的

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而能够发挥这种指导作用的只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主要组成部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什么其他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学。

虽然洪教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在介绍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时提到过一次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专门论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 2 万多字的长篇报告中也有 “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 21 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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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洪文》始终都没有明确指出他所说的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就是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说明前者是后者的简称。更重要的是，《洪文》对 “中国特色政治

经济学”内涵的界定是抽象模糊的，根本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由此可

见，《洪文》主张中国现在要构建的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洪文》写道，“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

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表面看起来，这是一

种似乎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科学的界定，其实似是而非。《洪文》是承认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

的，做出这种一般化的抽象界定，实在令人费解! 难道能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完全或者主要不

是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

的有机统一”吗? 如果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 “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

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那 《洪文》要构建的到底是 “中国

特色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呢? 不得而知。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洪文》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

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只关注、侧重于研究社会的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而忽略生产关

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忽略人与自然的关系”; 另一种倾向是 “偏重关注生产力的发展……相对忽

视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正是为了防止或者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所以中国应该

构建“主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最快发展和形成最佳的生产关系，并且实

现两者的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实际上经典的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都不存在这两种错误倾向。

《洪文》还结合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苏东社会主

义运动的失败表明: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 ( 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的

研究放在与生产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只关注或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好像苏东社会主义失

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注重研究生产关系而不重视研究发展生产力的结果，这种观点显然不符

合实际。苏联并不是只重视生产关系变革忽视生产力发展，而是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力的。从理论上

看，列宁甚至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

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

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①。斯大林也说: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

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 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

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② 从实际上看，苏联社会主

义经济曾经蒸蒸日上，由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弱国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变成了位居世界第二的强

国，并且为打败世界法西斯主义做出了突出贡献。《洪文》还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阶层分

化，收入差距拉大，贪污腐败严重，社会矛盾突出，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去 40 年偏重关注生产力

的发展，关注 GDP，相对忽视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这种判断也是严重不符合实

际的。中国的改革恰恰就是要改革完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环节和部分，是

特别重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与建设的啊! 怎么能说是 “相对忽视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

改革与建设”呢?

·21·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 3 期

①

②

《列宁全集》第 8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93 页。
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1 页。



《洪文》为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甚至还补充道，“这其实是在研究范

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正如前面第一点的论述，这更进一步说明 “中

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完全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反，如果真是要 “回归亚当·

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那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 “中国特色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了。

什么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这是首先必须正确、精准、清晰、明确界定的，否则就会模

棱两可、导致思想混乱，不仅无法真正弄清中国现在到底要构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甚至有可能

给中国经济学的“西化”留下后门。《洪文》认为中国还是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所以建议洪

教授以后论述相关问题时，不要删去“社会主义”这个不能缺少的关键词，不要再使用 “中国特色

政治经济学”这个很少人使用的有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尽可能采用现在大家都采用的更加明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免引起误解。

二、必须正确评估中国经济学现状

《洪文》提出: “毋庸讳言，很少有中国经济学家创立的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承认的关于中

国经济的原创性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我认为，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未能与国际充分接轨，导致研

究成果未能以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知的方式表达，是一个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种似是

而非的观点。

首先，必须明确“很少有中国经济学家创立的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承认的关于中国经济的

原创性经济理论”，绝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少有“原创性经济理论”。这个判断是不符合

实际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学说史都表明: 成功的经济发展实践必然会产生更符合实际的

新的经济理论，完全没有正确的经济理论指导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就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一样，中国的经济学也出现了重大创新

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最集中的体现是，

基本形成了主要由八个方面内容①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具体内容和逻辑联系笔

者在其他文章中已有论述，本文也不再重复。

的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许多重大创新和发展成果很少有 “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

并承认的”，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认为，《洪文》只是指出了部分原因，而且这不是主要原因。在笔

者看来，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许多创新和发展成果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形成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果，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而这

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导的当今 “国际经济学界”② 不熟悉甚至不愿意了解、更不可能承认的原创性

经济理论，因为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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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方面的内容是指: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理论、社会

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参见简新华、余江: 《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所谓“国际经济学界”，实际上主要就是指的在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界，不太可能是指西方现代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界。如果《洪文》所说的“国际经济学界”包含国际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的新理论就不

是很少得到“国际经济学界”认可，而是得到不少国际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肯定和认可的。



也不承认有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

发展，应该学习、参考、借鉴“国际经济学界”合理有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实际上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并不保守，学习采用了不少 “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虽然还不够，但是

中国是不能“与国际充分接轨”的。什么是“与国际充分接轨”? 在国内外不少人的心目中就是完

全接受和采纳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而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

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从经济人假设、主观价

值论、经济危机心理因素论、重现象和定量分析轻本质和定性分析等等都可以看出) ，这是与唯物

主义和辩证法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或者说世

界观和方法论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中国只能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合理有

用的方法，绝对不能与现代西方经济学 “充分接轨”。

笔者相信，洪教授并不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上述重大创新和发展，

因为《洪文》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应

用。这样的‘应用’是一种理论创新”。《洪文》还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贡献证明了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可以用市场机制

替代计划机制作为基础性调节手段，更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但是，《洪文》关于“中国在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探索，主要有两个重大贡献: ( 1) 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制度。 ( 2)

引入市场机制作为主要调控手段，而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要手段”的论断，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

的。之所以说不全面，从上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在非常重要的八个方面的主要创新成果就

可以看出; 之所以说不准确，是由于中国现在的所有制经济不仅是以公有制为“主导”，而且还要以公

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不是手段。这绝不是咬文嚼字、吹毛求疵。因为，主导与主体是有重大

差别的，只说主导不提主体，不仅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既不全面也不准确，而且还

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做大做强做优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趋势。的确，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公

有制经济的比重在产值、就业人数、经营资产的数量上都低于 50%了，也可以说是不占主体地位了，

但这只是暂时的甚至是不合理的现象，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公有制经济必然要占主

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的同时，更需要花大力气做大做强做优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就像市场或者市场机制是经

济调节手段，不等于市场经济一样，计划或者说计划机制是经济调节手段，不是计划经济。所谓计划

经济，应该是“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① 的经济形态，

其内涵要比计划、计划机制复杂丰富得多。

三、市场经济理论不等同于市场经济一般原理，

还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洪文》写道，“既然中国是市场经济，那么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历史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对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理论就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经济主体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科学。其基本原理

与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国界之分的，可用以研究实行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但同样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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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济体。换言之，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只有一个 ( 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信息不对称下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

社会主义中国的应用”。这段论述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说明。

一是市场经济理论、市场经济一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区别和联系应该是

什么? 笔者认为，广义的或者笼统而言的市场经济理论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区别和联系如下:

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其内容是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或者普遍规律的理论;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其内容包括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和反映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特有规律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内容包括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规律的理论。

所谓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即普遍规律，笔者理解，只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必然存在的普遍

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节约时间规

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等是在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存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揭示

了许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规律，比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相对人口过剩规律、无

产阶级贫困规律、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规律等等。西方经济学应该说也提出了一些市场经济

的一般原理，到底具体有哪些，可能还需要深入研究和认定，比如 《洪文》所认为的市场经济一般

规律中的西方经济学提出的 “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就有争论。

厉以宁教授就认为: “农业中关于施肥量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的实验表明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存在

的……但这仅仅适用于技术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技术不会停止不变，因此不可能把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说成是生产理论的基础。”① 甚至连世界上权威的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都认为“边际生产力理论”存在“局限性”，指出: “边际生产力学说对生产要素所得报酬的解释在

理论上也是不完全的。”② 由此可见，所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至多只是特定条件下的特殊规律，

不能算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二是市场经济理论，究竟是西方经济学创立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 按照 《洪

文》的论述，好像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创立了市场经济理论，其实不然。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形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提出了一些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这是不可

否认的。但是，市场经济理论并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利，马克思早就提出了科学的市场经济一般原

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关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

济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革命的理论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理论，缺乏市

场经济理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看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不只是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而且提出

了当时最完整、最科学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 ( 主要特征和普遍规律) 。马克思的 《资

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而且是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

论。《资本论》虽然分析的是商品生产和流通，没有 “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所谓

“商品经济”主要就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分析商品生产和流通，实际上也就是分析商品经济和市场

经济。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包括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基本范畴和上述普遍规律在内的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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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严密的商品经济一般原理，而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更是

创立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①。

的确，现代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时代的市场经济相比，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特点、新

问题，马克思在当时不可能研究和提出相关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理论，

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认真参考借鉴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在创建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认真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而且，正如

《洪文》所说的，“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马克思没有考察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运作”，但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出现了真空，现代西方经济学自然地填补这个漏洞”的判断显然不符合

事实。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弥补缺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不足，而是中国创立的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填补了这个空白。

四、中国经济学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洪文》提出: “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

与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并指导中国实践。”笔

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是似是而非、不清晰、不准确的，需要商榷。

第一，“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究竟应该是什么? 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主要是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吸收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

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由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以未来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中国经济学家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创立新的经济

学理论，为未来中国成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一根本目的也就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中国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创新、发展、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服务

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第二，中国经济学家要完成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否只能 “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

法”? 要正确认识这个重大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到底什么是 “现代经济学”? 所谓 “现代经济学”，

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广泛流行的说法，但是对什么是 “现代经济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甚至完全相反。如前所述，根据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经济学可以划分为古代经济学 ( 或者古典经

济学) 即存在于古代或者以往时代的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即存在于现代的经济学，但是处于同一时

代的经济学又可以依据科学性、阶级性、国别地区性、具体研究对象等的不同划分为多种不同类型

的经济学。仅就“现代经济学”而言，既有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

且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既有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有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 即所

谓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 等，因此不加区别地抽象笼统地讲 “现代经济学”，是不清楚、不准确、

不严谨的，容易造成认识模糊、思想混乱。实际上，现在多数学者理解的 “现代经济学”是 “西方

经济学”的代名词，就是指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甚至只是所谓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 ( 即新古典经济

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是不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更不包括中国的现代经济

学 ( 比如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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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几段与现代经济学有关的论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 “从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理论为

主的理论体系，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 “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几百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学”; “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

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这

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将大大丰富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内

涵，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从这些论述可见，《洪文》

的所谓“现代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指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

用这种所谓“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完成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的，其结果只会是在中国发展现代西

方经济学，把中国引入邪路。《洪文》强调中国不应该 “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

原理的经济理论”，为什么不应该呢? 恰恰相反，创新和发展有别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未来中国经济学对世界经济学的最大创新和贡献，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连

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照搬硬套能行吗? 中国经济学家只能主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同时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创新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三，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吗? 《洪文》写道: “王亚南说过，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

一个”，想以此来证明中国只能发展世界上唯一的 “现代经济学”，但这是站不住脚的。“经济学在

各国只有一个”吗? 不加区别笼统地这样说，显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仅就理论经济学而言，世

界上至少有两大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使这话是王亚南说的，也不准确，

更不能以此作为断言世界上只有现代西方经济学这么一个经济学的依据。众所周知，王亚南是老一

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说的 “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只会是指既反映普遍规律、也

反映特殊规律的科学的经济学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过去还是现代，肯定不会

是西方经济学，更不可能是现代西方经济学。

五、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同样具有阶级或者制度属性

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 《洪文》认为应该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毫无疑问这

是正确的，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能主要采用、更不能全盘照搬

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只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

观点方法，主要是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洪文》为了论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性，提出 “与经济理论本身相比，研究范式与研究方

法只是研究工具，本身并不带有任何阶级或者制度属性，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实际上，这种不做

具体分析、不加区别地一概而论的看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总体而言，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关于社会关系的科学。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是基本的社会

关系，人们必然处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中、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运用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

认识事物，形成不同的理论看法，这些看法就构成不同的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必然

具有阶级性，不同的哲学社会科学必然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也必然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 ( 因为政

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所谓“意识形态色彩”，实质上就是阶级色彩、政治倾向性。经济学是社会

科学，不是自然科学，那种认为经济学是与数学、物理学一样的超阶级的科学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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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不符合实际的。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必然具有阶级性; 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

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在阶级社会中，经济学的阶级性不仅是研究对象和问题有阶级性，而且研究者

也有阶级性，即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从什么阶级利益出发，基本理论观点也有阶级性，即反映什

么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基本

原理，还是立场观点方法，都存在本质的区别。

比如，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经济关系———劳资关系 ( 即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

关系) 的性质的认识和判断，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根本不同。西方经济学认为，劳

资关系是平等互利的交换关系、不存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问题，甚至认为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不是

工人养活了资本家; 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资关系本质是不平等的剥削关系，是

资本家剥削了雇佣劳动者、工人养活了资本家，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这种对同一种经济现象或者

事物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同结论的情况，不胜枚举，充分证明了经济学的阶级性。西方经济学往往

打着不偏不倚、客观公正、超然于阶级党派和私利、代表全人类、纯粹学术的旗号出现，特别害怕暴

露自己的资产阶级属性，因为资本主义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贫富两极分化首先在道义就是不公平合理

的，所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阶级属性，不敢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本性，不可能像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那样，公开宣布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经济学不仅基本理论具有阶级性，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思想方法也具有阶级性，绝不是 “本身

并不带有任何阶级或者制度属性，没有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所谓经济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经济

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总称。在阶级社会中，立场主要就是阶级立场，研究范式还包含基本理论观

点和基本思想方法、基本经济范畴和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不仅仅只是具体研究工具和方法 ( 包括

话语表达方式) ，而基本理论观点和基本思想方法、基本经济范畴和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也是具有

阶级属性的。比如，“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既是一种理论观点，

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起点，就是私有制的反映，是有着浓厚的阶级烙印和意识形态色彩

的范式内容。

即使是从技术和工具手段角度而言的属于中性的具体分析研究方法，比如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总量分析与个量分析、存量分析与增量分析、空间上的宏观分析与中观和微观分析及其区域研究、

时间上的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现状分析与历史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历史的研究与逻辑的

研究、现象与本质分析、形式与内容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必然性与偶然性分析、可能性与现实性

分析，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案例研究、对策研究、比较研究，经济预测方法、信息论、系统论、

控制论、博弈论 ( 对策论) 、大数据、云计算等等，都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

采用的经济研究方法，区别只是存在运用的程度、水平、正确合理性的不同。以不同基本经济学理

论为指导、持有不同立场观点和基本思想方法的经济学家，运用这些具体方法工具的方式、成效也

会有差别。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就存在重现象和定量分析、轻本质和定性分析的倾向。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运用更为现代的深奥的数学和计量方法进行经济分析研

究，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的确需要学

习、参考、借鉴。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是经济研究的重要方法，而历史唯物

论和唯物辩证法是更重要的基本方法。因为，即使采用最先进现代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如果基

本的思想方法不对，没有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和运用，同样得不出正确科学的研究结论。

比如，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无产阶级

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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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科学结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西方经济学也会分析研究发生的原因及其应对之策，但是西方经

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决定他们不愿意、不可能甚至不敢深究私有制这个本原，只可能停留在现

象上，进行浅层次分析，提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策，只能短期暂时缓和矛盾，不可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所以尽管两百年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根本

消除的痼疾。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些经济学家自认为是没有片面性的、不追求私利的、真正的、纯粹的学

者，以超然于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偏不倚、公正不阿的面貌出现，反对和指责经济学中的意

识形态色彩，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

学。如上所述，经济学必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绝不是像有些以客观超然面貌自

居的人认为的那样，必然是不客观公正的、不合理的、片面的、错误的，甚至不光彩的，关键是要

看带有什么性质的意识形态。如果带的是先进的、符合实际的意识形态，就是正确的、科学的意识

形态，就是客观公正的、合理的、好的; 假若带的是落后腐朽的、不符合实际的意识形态，那才是

不正确、不科学的意识形态，就是不客观公正的、不合理的、不好的。

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现在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实要比中国浓厚得多，不少政治家、

学者，特别是新闻媒体，往往都是以“普世价值”的代表、真理的化身自居，站在所谓不偏不倚的

“道德制高点”上，以西方的意识形态划线，不是批判谴责这个，就是惩罚制裁那个。实际上，不

客观公正、不正确科学的恰恰是他们。以下这个典型事例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 美国教育部下属机

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网站 2013 年 3 月 22 日在 “每日语录”一栏中引用毛泽东 “对自己，‘学而不

厌’; 对人家，‘诲而不倦’”的名言，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因此遭到猛烈抨击。有美国参议员出面表

示，教育部必须解释为何引用 “共产主义者”的话。该中心网站被迫删除毛泽东的这句话，换成了

林肯的一个警句。美国教育部代理新闻秘书还专门公开表示这次引用 “很糟糕”，像是在道歉。毛

泽东这一句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的名言，竟然被美国人以意识形态为由予以删去。反观中国呢?

正如《环球时报》社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及名人的话，哪怕是与中国军队曾

经交战的麦克阿瑟的话如今登上中国媒体，大概都不会有障碍”①。
《洪文》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花了大量篇幅论述了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中

的人和事，由于时间和篇幅限制，本文只是就一些与构建中国经济学这个主题有关的重要问题提出

了商榷意见。《洪文》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看法，包括: 如何

正确分析和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现象及其自我修复能力; 苏

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及其原因到底是什么; 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总体上效率不高的原因何在; “改

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贪污腐败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主要原因是什

么; “在借鉴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时，需要注意将市场经济基本原理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相关的资本

主义政治制度剥离开来”中的剥离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和怎样剥离; 我们到底是应该使用 “中国语

言”讲述“中国故事”，还是用 “世界语言”讲述 “中国故事”等，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探讨

了，希望洪永淼教授和经济学界的同仁们批评、斧正。

( 编辑: 张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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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up，and has produced a number of seminal theorie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Chinese economics
has received little recognition from the“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mmunity”is not that it does not“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methodology．”The term of“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accurate． The mission for China now is to establish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rather than“returning to the Adam Smith's class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as in his The Wealth of Na-
tions．”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economics and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is not that the former stud-
ies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while the lat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 among people． Market eco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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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Marx had three major contributions． The first is that he scientifically
demonstrate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socialism to replace capitalism． The second is the scientific predic-
tion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ture communist society． The third is that he scientifically revealed the
conditions and process of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m． These three contributions，in fact，solve the three basic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why socialism necessarily substitutes for capitalism，what is the
socialist society like，and how to realize socialism． Marx's thre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ory of socialism not
only develop socialism from utopia to science，but also make socialism a logical and complete scientific sys-
tem．

Historical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hared Development

Liu Jianwu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era for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work together and work hard to create a better life for themselve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common prosperi-
ty． How to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co－construction”and“sharing，”and between
shared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social-
ism，as well 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iss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l． With his people－cen-
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and the new idea of shared development，Xi Jinping has scientifically answer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such as the way we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development and justice，making the pie bigger while achieving better dis-
tribution，people－centered orientation and 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ral task，and shared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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